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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杰 赵志华 高波振振 报道
本报沂南讯 “自从俺村里的农家书屋建

成以后，这段时间我可都没闲着。这里啥书都
有，果树管理的、修家电的，可全了。”日
前，在沂南县大庄镇大礼让村农家书屋查找书
目的村民刘秀平高兴地说。

近年来，沂南坚持公共文化资金向农村倾
斜,不断加大对农村各种文化服务设施“最后
一公里”的投入，形成了以县图书馆、文化馆为

“龙头”，以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大院和农家书屋
为“骨架”，以文化广场和特色文化基地为“脉
络”，构筑起覆盖县、乡镇、村三级的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乡村文化园”。目前，全县建成
村级文化大院460个、农家书屋450个、文化广
场68个，并配备了文化活动必需的设备和各类
图书、光盘、报刊、电脑等。“乡村文化园”
不仅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是传播科
学文化知识的崭新平台，让全县农民群众听到
了广播、看上了电视、有了自己的文化舞台。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徐培进 郭沛盛

“免费大餐”逛得不亦乐乎

前不久，接连看了两场高水平的画展，诸
城市美术爱好者王增勇大呼过瘾。王增勇是诸
城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的常客，从诸城
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到博物馆，从博物馆到名人
馆，他逛得不亦乐乎。

“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高水平的展览，
十一假期，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的‘明
德·和融’———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必看，结束
后又到博物馆看了‘进道德龙’——— 军旅艺术
家王树进兰晓龙齐鲁龙城书画作品展，受益匪
浅……”说起穿梭在各大文化场馆之间的生
活，王增勇兴奋不已，“过去经常跑外地看
展，现在不用出门了，诸城近几年公共文化设
施建了很多，也很不错，演出和展览越来越
多，在家门口欣赏更方便、更舒服。”

现如今，诸城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博物
馆、名人馆、图书馆、文化馆、超然台、镇街
综合文化站等一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
开放，文化免费大餐不断端上“餐桌”，这不
仅让那些缤纷灿烂的艺术找到了舞台，那些渴
望艺术的眼睛也找到了投射所在。

“我经常来逛逛，感受一下诸城浓重的
历史文化，免费开放，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
让更多人能得到高雅的文化享受，体现了政府
对公民文化权益的尊重，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让节假日也有了更多的文化味。”退
休教师吴殿清说。

“以前放假就怕孩子迷恋网络游戏，现在
好了，拿着“一卡通”，需要哪本书，就可以
免费借阅，通借通还，我们自己也顺便提升一
下。”陪儿子来图书馆看书的李勇说。据了
解，该市235个“两公里文化服务圈”内的所
有图书馆(室)全部免费开放，诸城文广新局加
大业务培训力度，全市486名文化管理员全部
实现持证上岗。现如今，全市已办理“一卡
通”借书证10万余个，年外借图书期刊70万册
次，年接待读者118万人次。

“参观人数逐日攀升，人气越来越旺！”
诸城市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说，“按照国家的
相关规定，诸城市所有公共文化馆(站)实现无
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
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开
放时间每周达到56小时。事实证明，建设目的就
是用，运营好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普惠于大
众，惠民工程才真正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群众进得来，留得住，玩得起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场地，以前我们这支
健身操队伍不足100人，自从文化广场开放
后，人数猛增到300人。”领队刘志告诉记
者。

近年来，诸城市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
服务功能，城乡一体，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让群众都能进得来，留得住，玩得起，让
公共文化设施资源发挥出最大效能，使其真正
成为广大群众的文化乐园。

“现在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多了，老百姓

乐和了。”龙都街道大源社区锣鼓队成员梁启
阶说，“别看我们60多岁了，社区每次组织活
动，我们都敲上一段锣鼓，啥烦心事都忘到一
边去了。”

现如今，在诸城各大公共文化场所，或通
俗或高雅的文娱活动已经成为群众生活不可缺
少的部分。据了解，近年来，诸城市用足用活
用好博物馆、名人馆、图书馆(室)、超然台、
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馆(站)等一批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准备了一系列的群众文化活动。
今年以来，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了“流水
潍韵”——— 潍坊年画巡回展、庆五一书画精品
展、庆六一亲子图画展、“明德·和融”———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喜迎十八大——— 王铁草书
法作品展；在超然台举办了“翰墨飘香超然
台”——— 小学生书画展；在博物馆举办了画道
云通——— 著名山水画家李云通画展、‘进道德
龙’——— 军旅艺术家王树进兰晓龙齐鲁龙城书

画作品展、“慈海杯”我爱博物馆征文比赛活
动；在图书馆举办了“我的书屋我的家”阅读
演讲比赛、“为了多一个人写日记”——— 管炳
圣日记节、《走近科学》科普展览等活动。广
泛开展广场文化活动，连续十一年组织举办
“龙城舜韵”文明之夏广场文艺演出，今年在
该市中心广场、文化广场共演出35场，在文化
广场展播文明之夏广场电影50余场，在超然台
广场举办了第三届诗词朗诵会，市直各系统16
支代表队进行了角逐。

据悉，为丰富农村社区文化活动，诸城市
农村公益电影年均放映15000场次，保证“一
月一村一场电影”；市艺术团“百场歌舞”进
社区活动，年均下基层演出260余场次，全年
受益群众达70余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地方剧目上演。诸城地方小戏
《盖房风波》、《特别条件》、《劝公爹》，
小品《卖鱼》、《治癣》和歌曲《打麦忙》、

《中国新农村》、《老百姓为什么喜笑颜开》
等精彩的演出，与绚烂的舞台交相辉映。

免费培训撒下艺术种子

年逾六旬的大爷、大妈表演的茂腔有板有
眼，腔调十足；年轻小伙子表演的诸城快板幽
默诙谐，寓意深远；小朋友们面对摄像机镜头
表演的《采蘑菇的小姑娘》，丝毫没有怯
场……如今，在诸城市农村社区，“土明星”
们纷纷登台亮相，社区群众尽享文化大餐。据
了解，秋收一结束，诸城市第三届社区文艺节
陆续在全市13处镇街、208个农村社区文化广
场开演，持续到元旦结束，活动中演出的节
目，全部由社区居民参与。

农村社区文艺节，催生了从政府到民间的
文化自觉。目前，600余支业余文艺团队活跃
在诸城基层社区。“这些文艺团队的发展，素
质的提高，得益于免费文艺培训。”龙都街道
文化站站长王秀忠说。“这些业余文艺团队利
用节假日、农闲时节，走乡串村为乡亲们免费
表演，并在表演中融入政策、法律和文明礼仪
等内容，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寓教于
乐，深受百姓欢迎。”

据了解，该市文广新局今年共举办四期免
费培训班，面向社会免费培训诸城大鼓、诸城
派古琴、诸城竹板快书等18个艺术门类，各类
文艺爱好者2400多人接受培训，辅导文艺骨干
890多人次，现如今，接受培训的文艺骨干已经
成为诸城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织力量。

□ 本报通讯员 王忠友 张建光

“一有空我就吹一段，还是过去弦子戏的
曲调。”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后石槽村66
岁的李公运，年轻时就有一个吹笛子的爱好，
现在他只能一个人吹吹笛子遥想一下当年剧团
演奏弦子戏的盛况，“再想聚起来唱台戏，难
了” 。

李公运所说的“弦子戏”就是流传于东昌
府区张炉集镇一带的“东昌弦子戏”。这个剧
种在历史上曾红极一时，民间有“宁可荒了
地，不舍弦子戏”的说法。婚丧嫁娶、逢年过
节都会搭台唱弦子戏，而且该村还曾组建弦子
戏班外出应邀演出，足迹遍及河南、河北、安
徽等多个省份。

艺苑奇葩———

宫廷大戏流入民间
“床前站娘似听，儿子查散来托梦，金蝉

妹妹李保害，牵连为儿我性命……”在笔者的
盛情邀请下，李公运清唱了几句东昌弦子戏的
名段《锁南枝》。他挥舞着手势，唱腔悠长婉
转，弦子戏的魅力扑面而来。

据悉，弦子戏是我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
始于汉代，原属宫廷大戏，至中唐时期日趋成
熟。据传，弦子戏部分曲牌由唐太宗、唐玄宗
亲创。弦子戏的伴奏乐器以三弦、曲笛、笙为
主，另有二胡、扬琴、低胡、唢呐以及打击乐
器等。因三弦是弦子戏班自制的独特乐器，弦
子戏由此而得名。

东昌弦子戏是聊城著名的地方戏曲剧种，
它以东昌府区为中心，南至河南北部，西至河
北邯郸，北至德州南部和东部，东至泰安，深
受百姓喜爱。该剧行腔抑扬有序，平稳婉转，
声腔俱佳，并且有它自己的很多曲牌、板式，
能表演各种文武曲目。后石槽村人根据东昌弦
子戏在本村的传承谱系推算，早在清朝道光年

间，弦子戏就已经传入该村了，至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

“弦子戏最大的特色就是曲调好，光吹光
拉光听就能入迷。”李公运说，一个“嗳”字
便有多种唱法，所以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
嗳嗳”的说法。同时，虽然弦子戏的角色分工
以及造型艺术与其他戏曲种类相似，但它的音
乐非常特别，曲调优美细腻、动听入耳，适于
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

据了解，东昌弦子戏表演所使用的相关器
具主要有大笛、笙、三弦、红笛及打击乐器
等。曲牌板式内容丰富，大约有120个曲牌，
剧目有游西湖、战樊城、颜查散、汉衫记、破
洪洲、讨荆州等。

相关人士介绍，弦子戏的核心唱腔是“五
大曲”，即《娃娃调》、《黄莺儿》、《山坡
羊》、《锁南枝》、《青阳子》，其他的曲牌
都是根据“五大曲”进行发展变化的，唱腔尽
管有所不同，但其规律和演唱风格与“五大
曲”都是一致的。演唱弦子戏的老艺人说，学
会了弦子戏中的“五大曲”，才能够真正登台
演唱弦子戏。

辉煌成就———

戏剧苑中独树一帜

据了解，东昌弦子戏在清代曾经名噪一
时，官宦人家争相聘请庆寿诞、庆升迁；商贾
庆开张、庆乔迁；新年伊始从正月十五一直唱
到三月三，受到当时官府的重视和群众的欢
迎。清末民初，弦子戏更是红极一时，在戏剧
苑中独树一帜。

据李公运回忆，以前，后石槽村人人爱听
弦子戏、爱唱弦子戏，“村里不管男女老少，
都能唱两句。村民在田地里干活时，还经常哼
唱弦子戏。”不仅如此，后石槽村当年还曾组
建过一个几十人的业余戏班，常年演出不断。
尽管它是一个由庄户人组成的小戏班，但正规
剧团该有的行头比如服装、道具等，这个戏班
里都有。

弦子戏不光后石槽村人爱听，附近的老
百姓也都爱听。逢年过节，后石槽村弦子戏班
都要搭台唱戏，而一到那个时候，周围十里八
乡的群众总会成群结伙地跑去看戏。一位老艺
人回忆说，解放前，后石槽村曾搭过一简易戏
台，因戏场频繁而数年未拆。周边乡镇的百姓
平时婚丧嫁娶、祝寿贺喜，也都争相聘请弦子
戏班前去献艺，其活动范围曾遍及山东、河
北、河南、安徽等多个省份。当年，弦子戏班
外出表演所得报酬一般都用来购置服装道具，
演员不但没有工资，还要经常“出份子”维持
戏班运转。尽管如此，因为爱弦子戏，老辈艺

人们依然痴迷于吹拉弹唱，乐此不疲。

传承之困———

渴盼有人接续古艺
李公运说，解放后，后石槽村弦子戏班队

伍更加壮大，最多时曾达到60余人。戏班成员
不但唱传统老戏，还创作排演了一批现代新
戏，如宣传婚姻法的《罗汉钱》、表现计划生
育题材的《离婚记》等，这些戏曾参加聊城文
艺汇演，并多次获奖。

“1957年冬，当时在聊城文化馆工作的李
岱江(现为中国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和高树芝
二人进驻后石村，对东昌弦子戏展开专项调
查，整理了一些传统剧目并组织成立了弦子戏
专业剧团。”李公运说，但由于当时的集体化
生产形式限制了演员外出表演，仅仅过了三个
月，剧团便宣告解散。从此，后石槽村弦子戏
班的公共演出活动便逐渐销声匿迹。

“现在，东昌弦子戏的传承已经成了一件
刻不容缓的事情。”李公运说，在后石槽村及
周边村，目前活着的老艺人不超过10位，最小
的也64岁了，而且大多数只会唱零散的片段，
整出的戏基本不会，也没有力气大声演唱了。

鉴于这种情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后石
槽村的徐西安请当时还在世的李令山、徐桂春
等多名老艺人伴奏演唱部分弦子戏传统剧目选
段，并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后来，长期在该镇
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王学甫对徐西安珍藏的原
始录音带进行翻录并做了去除杂音等技术处
理，复制的数盘录音带现已被作为今后研究东
昌弦子戏的珍贵资料，由张炉集镇文化站妥善
保存。

为了让这一古老稀有剧种不至于失传，
2006年底，聊城市政府将东昌弦子戏列入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政策性保护。笔者采
访中了解到，东昌府区文化部门前几年已经对
东昌弦子戏的传统曲目和唱腔曲牌进行了挖
掘、记录和整理，以拯救这一民间戏曲奇葩。

■ 守望非遗

“宁可荒了地，不舍东昌弦子戏”
◆东昌弦子戏是聊城著名的地方

戏曲剧种，始于汉代，原属宫廷大
戏，至中唐时期日趋成熟。据悉，早
在清朝道光年间，弦子戏就已经传入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后石槽村了，至今
已有200多年历史。该剧种在历史上
曾红极一时，因此民间有“宁可荒了
地，不舍弦子戏”的说法。

李公运用笛子演奏弦子戏曲目。

“乡村文化园”提升农民文化味

舞台大了，活动多了，人气旺了
——— 诸城将公共文化设施运营成惠民服务工程

◆近年来，诸城市投入巨资
新(扩)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室)、
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馆(站)
等一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并通
过举办各类画展、送公益演出下
乡、文艺骨干人才培养等多种形
式，将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让公共文化设施真正惠及大众，
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潍水流韵潍坊年画巡回展

11月27日，垦利县垦利街道西麻王村村民
宋春艳正跟孩子在农家书屋里看科技画报。为
了丰富农民冬闲文化生活，垦利街道进一步丰
富农村农家书屋图书种类，加大图书投放量，
吸引了不同需求的村民前来借书、看书。

□高桦 张秀美 报道 

□记者 申 红
通讯员 张海庭 王福颖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历时3个多月的烟台市牟
平区全民文化广场擂台赛落下帷幕。擂台赛从7月
份开始，由农民和市民自发组织、自觉参与，文艺
形式多为民俗、快板、戏曲、健身舞等，节目大都
为自编自演，参与演出农民群众近万人次。

这是牟平区变以往的“送文化下乡”为现在的
“在村里种文化”，让群众唱主角的一个缩影。
“把‘送文化’逐步转化为‘种文化’，让文化的
种子扎根于农村，长在农民心里，文化才有长久生
命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基层文化建设快速发展。”
牟平区文广新局局长王旭波说。

育好苗，200多家庄户剧团和演出队伍活跃城
乡。牟平区每年安排100多万元奖补资金，重点扶
持村级文化队伍建设，保证了200多家庄户剧团和
演出队伍正常运转。以区文化馆、镇街综合文化站
为平台，通过上门培训、下乡辅导等方式，组织专
业文化工作者沉下去，为镇街文化工作者和农村文
艺骨干培训专业技能和知识，有效解决了农村文化
人才紧缺的难题。

培好土，村村都建有文化活动阵地。全区555
个行政村全部建有农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和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同时，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唱
戏”，变“政府主导、群众参与”为“政府引导、
群众主导”，创新开展了天天都有演唱会、时时都有
欢乐节、处处都有大舞台三大特色文化活动。目前，
全区经常性开展农村文化广场活动的村达到90%以
上，“山水欢歌”农民文化艺术节、“海岛风情文艺汇”
等活动为农民群众送上了丰盛的文化盛宴，城乡民
间艺术表演、城市社区大舞台等活动形成了城乡文
化互动、市民与农民同乐的良好局面。

壮好根，让农民群众既富“脑袋”又鼓“口
袋”。着眼文化产业更加繁荣、农民更加富裕，牟
平区注重发挥文化富民驱动发展的作用，把农村文
化建设与农村产业转型相结合，着力把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将独特的全真文化、温泉
养生文化、红色文化、马文化、海商文化等与丰富
的山海岛泉河旅游资源相融合，打造出农村休闲度
假旅游的新亮点；把文化植入10多个重点休闲观光
农业项目，打造出风情独特的农家乐、渔家乐乡村
旅游品牌；将特色产业发展与民俗文化传承相结
合，打造出威宇蓝莓大樱桃采摘节、观水苹果文化
艺术节等8个品牌化节庆活动，打造出农业转型升
级的新名片。一系列文化富民项目为农民群众增收
致富开辟了新渠道。

牟平文化种子

扎根农村

□记者 杨国胜
通讯员 马世波 姚新 报道

本报临朐讯 家在临朐县五井镇五井东村的刘
宝明，2010年在龙韵文化艺术城开起了“门头”，
在老家的风景石市场里他的“产业”更大，该村村
民家家都做奇石生意，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
条龙式产业链条，成为远近闻名的奇石经营专业
村，像这样的村子在临朐近10个。

近年来，临朐奇石产业实现“换挡升级”，不
断放大“品牌效应”，由单纯销售向精深加工迈
进，提升产业附加值，奇石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
势、经济优势。立足“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
发展方向，临朐先后投资5亿多元，高标准建成了
全国最大的奇石市场、风景石市场等4处专业市
场，营业面积70余万平方米，平台优势助推交易规
模不断广大，生产、销售、物流、服务产业链条进
一步完善。为提升行业门槛、规范从业队伍，临朐
将“观赏石工艺制作”纳入专项职业能力鉴定范
围，推广应用“观赏石诚信身份证”，配备起全国
统一的数字化收藏证书，建立起信用档案。同时，
组建起信用联盟，对经营户进行金融扶持，拓宽融
资渠道，解决资金瓶颈。依托行业协会、网络平台
等，通过招商引资会、奇石精品展等活动，菊花
石、钟乳石、玛瑙石等国内外优良石种纷纷“入
驻”临朐，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买世界，卖
世界”发展格局，成为全国最大的观赏石集散地、
中国红丝砚产业基地。目前，全县从事观赏石开
采、加工、运输、销售、外展的专业户达6000余
户，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交易额达10亿多元。

□通讯员 贾鹏 李玉胜 张潇允 报道
本报乐陵讯 如何让文化成为城市之魂，又发

挥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用？作为有着丰厚文化
资源的乐陵，其路径是：虚功实做，畅通文化“血
脉”，将散落的“文化”珍珠串成串。

谋定而后动。该市投资5亿元，以文庙为核
心，通过扩建和升级，建设了集古代文化与文化保
护为一体的崇圣公园和枣林书院；投资2000万元，
以碧霞文化、道家文化为依托，打造了碧霞书院、
碧霞元君故居等旅游项目；结合全市“突破郑店”
战略，建设盘古星城，投资5亿元开发建设文化旅
游区。同时还新辟建了枣乡碑、灶户田、湿地公园、王
清宇桥等4处采摘园，为期两个月的采摘节拉开帷
幕，也成为推介乐陵文化旅游的良好平台。今年前8
个月，乐陵文化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达54 . 1万人次，
旅游收入2 .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 . 6%、37 . 2%。

为凸显枣文化特色，该市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文
化产业，建成近万平方米、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的
中国金丝小枣博物馆。目前，乐陵已形成以50万亩
千年枣树森林公园为主的枣文化，以泰山奥运博物
馆为主的体育文化，以崇圣公园、碧霞元君故居、
魏王城为主的历史文化，以郑店盘古星城、国强亚
联农庄、枣都温泉度假村、铁营洼湿地为主的休闲
文化，以碧霞湖农业生态观光园、希森三和生态农
业、锥希森新村为主的新农村文化，以宋哲元纪念
馆、结义园、英雄纪念碑为主的红色文化等6条文
化“彩线”。

乐陵串起

散落的文化“珍珠”

临朐书写

现代版“石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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